要況快報#16 – COVID-19 應急響應措施

以下資訊關於聖荷西市如何減緩新型冠狀病毒 (COVID-19) 的傳播並減少感染人群的數量
資料來源:
聖荷西市
緊急運作中心

聯絡信息:
羅薩里奧·尼維斯(Rosario Neaves),傳播總監/ EPIO; 210-823-3908
聖荷西市媒体热线：408-535-7777

電子郵件:
rosario.neaves@sanjoseca.gov
聖何塞市客戶聯絡中心：3-1-1（408-535-3500）

電子郵件:
rosario.neaves@sanjoseca.gov

報告日期/時間: 2020 年 3 月 16 日, 下午 5 点

•

有關城市設施/運營的一般諮詢：如果你對城市設施或運營有問題，請致電 3-1-1（408535-3500）聖聖荷西市客戶服務中心。

•

暫停商業和工業送貨和裝載限制：為了公共衛生和安全，聖何塞市經理 Dave Sykes 簽署
了一項宣布，暫停所有商業和工業送貨和/或裝載限制。本市《區劃規範》對送貨進行了
限制，例如，送貨只允許在凌晨 12 點至上午 6 點之間進行。我們正在暫停這些限制，以

確保可以將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運送到商店並提供給公眾。市議會議員將在未來的議會會議
上批准這一公告。
•

小型企業管理局/ COVID-19 貸款：根據州長 Newsom 最近簽署的聲明，小型企業管理局
（SBA）經濟損失貸款計劃現已在聖克拉拉郡和加州的其他郡實行。貸款申請表在這裡。
Businessownerspace.com 合作夥伴 MBDA，SBDC 和 SCORE 將可以幫助準備貸款文
件。經濟發展辦公室為當地企業界制定了有用的常見問題與解答。

•

市議會會議：3 月 17 日聖荷西市議會會議將按計劃繼續進行。該會議場地將安排足夠空
間以允許所有參會人員，包括工作人員，議員和公眾，保持彼此之間的社交距離。

•

規則與開放政府委員會：3 月 18 日的聖荷西規則與開放政府委員會會議將按計劃繼續進
行。該會議場地將安排足夠空間以允許所有參會人員，包括工作人員，議員和公眾，保持
彼此之間的社交距離。

•

可負擔房屋開發商圓桌會議：原定於 3 月 20 日下午 12：00-2：00 的可負擔房屋開發商
圓桌會議將延期舉行。目前尚未定新的開會日期。任何疑問可發電郵至
Kemit.Mawakana@sanjoseca.gov 與 Kemit Mawakana 聯繫。

•

公園康樂和鄰里服務部（PRNS）：所有 PRNS 設施均對公眾關閉，因此所有計劃都將暫
停，直到另行通知。

•

長者營養計劃：長者營養計劃將從 3 月 18 日星期三轉移到路邊領取。

•

向弱勢群體分發食物：聖荷西市與聖克拉拉郡合作，協調向全郡弱勢群體分發食物。公園
康樂和鄰里服務部將帶領這項工作，並與全郡的城市進行協調。

•

鄰居中心合作夥伴計劃“重用”資格要求：鄰居中心合作夥伴計劃 RFQ 的發布已被推遲。

•

樹木和人行道許可中心：位於 1404 Mabury Road 的樹木和人行道許可中心現對公眾關
閉，直至另行通知。如你致電（408）794-1900，以及發送電子郵件到
treeandsidewalks@sanjoseca.gov 會獲得回复。

請訂閱聖荷西市 新聞發布電子通知清單來接收要況快報，並且在 sanjoseca.gov 和 Facebook、
Twitter、Instagram 與 Nextdoor 上關注我們 @CityofSanJose

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.sanjoseca.gov.

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: www.sanjoseca.gov.

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www.sanjoseca.gov.

個人罹患 COVID-19 的風險與人種,族群或文化無關。 市政僱員們必須遵守歧視與騷擾的相關政
策,禮貌並尊敬地對待同事和民衆。 任何形式的歧視和/或騷擾均視爲違反政策,絕不寬容此等行
爲。

###

要况快报#16 – COVID-19 应急响应措施

以下是有关圣何塞市为减缓新型冠状病毒（COVID-19）的传播并减少感染人数的应对措
施的信息。

资料来源:
圣何塞市
紧急行动中心

联系人:
罗萨里奥·内夫斯(Rosario Neaves),传播部主任/ EPIO;210-823-3908
圣何塞市媒体热线: 408-535-7777
圣何塞市客户联络中心：3-1-1（408-535-3500）

电子邮件:

rosario.neaves@sanjoseca.gov

报告日期/时间: 2020 年 3 月 16 日，下午 5 点

•

有关城市设施/运营的一般查询：如果对城市设施或运营有疑问，请拨打 3-1-1（408535-3500）致电圣何塞市客户服务中心。

•

暂停工商业送货和装载的限制：为了公共健康和安全，圣何塞市经理 Dave Sykes 签署了
一项公告，暂停所有商业和工业送货和/或装载的限制。 本市的《区域代码规则》对送
货有一些规定，例如送货只能在午夜 12 点至凌晨 6 点进行。我们正在暂停这些限制，以
确保可以将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送至商店，提供给公众。 市议会议员将在近期的议会会议
上批准该公告。

•

小型企业管理局/ COVID-19 贷款：根据州长 News Newsom 最近签署的声明，小型企业管
理局（SBA）经济伤害贷款计划现已在圣克拉拉郡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其他郡实施。 贷款申

请在此处。您将可以向 Businessownerspace.com 合作伙伴 MBDA、SBDC 和 SCORE 寻求帮
助，准备贷款文件。 经济发展办公室为当地企业界撰写了有用的常见问题解答。

•

市议会会议：圣何塞市议会会议将于 3 月 17 日按计划召开。会议将安排足够空间以允
许所有参会人员（包括工作人员、议员和公众）之间保持社交距离。

•

规则与开放政府委员会（Rules and Open Government Committee:）：圣何塞规则与开放
政府委员会会议将于 3 月 18 日按计划召开。会议将安排足够空间以允许所有参会人员
（包括工作人员、议员和公众）之间保持社交距离。

•

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商圆桌会议：推迟原定于 3 月 20 日中午 12 点至下午两点的经济适用房
开发商圆桌会议。尚未设定新日期。 如有疑问，请电邮 Kemit.Mawakana@sanjoseca.gov
与 Kemit Mawakana 联系。

•

公园康乐和邻里服务事务署（PENS）：所有 PENS 设施均对公众关闭，因此所有项目都将
暂停，直至另行通知。

•

老年营养计划：老年营养计划将从 3 月 18 日星期三改为路边领取方式。

•

向弱势群体分发食物：圣何塞市与圣克拉拉郡并肩合作向全郡弱势群体分发食物。公园康
乐和邻里服务事务署将领导这项工作，并与全郡的城市进行协调。

•

邻居中心合作伙伴计划“重用”资格要求：邻居中心合作伙伴计划 RFQ 的发布已被推
迟。

•

树木及人行道许可中心：位于 1404 Mabury Road 的树木和人行道许可中心对公众关闭，
直至另行通知。 请致电（408）794-1900 或电邮 treesandsidewalks@sanjoseca.gov 等
待回复。

请订阅圣何塞市新闻发布电子通知列表要况快报，并在 sanjoseca.gov 和在 Facebook，
Twitter，Instagram 和 Nextdoor 等媒体上关注 @CityofSanJose。

Esta información está disponible en español en www.sanjoseca.gov.

Thông tin này có sẵn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: www.sanjoseca.gov.

這信息將以中文提供在 www.sanjoseca.gov.

个人患 COVID-19 的风险与种民族、种族或文化无关。 市政府员工必须遵守《歧视和骚扰政
策》,礼待尊重同事和公众。 任何形式的歧视和/或骚扰都将被视为违反政策, 绝不姑息。

###

